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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动打饭机
30 秒能打 10 份饭团

冠字号 M3B960、J77D36、M3B9 开头，面值皆为 100 元
根据央视报道，重庆渝中区警方最近发
布消息，警方历时半年多，打掉了一个跨省
制作、贩卖、出售假币的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 10 名，
共缴获假币 286 万元。

人员密集场所出现大量假币
2016 年底，重庆市渝中区警方陆续接
到群众反映，有人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汽
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大规模使用假币。不
久，多家银行柜台也向警方报案称，有高仿
真胶版印刷人民币出现。民警立即展开调
查，发现这些收缴来的假币确实属高仿版人
民币，且冠字号都相同，很可能是同一伙人
所为。
随后，民警又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和一
名中年妇女王某，以及另一名男子樊某接触
频繁。民警循线追踪，逐步确定了杨某为该
假币团伙主犯，王某和樊某则负责运输。杨
某多次从合肥市上家处购进假币，与两名同
伙运输回到重庆、四川等地销售。
民警通过持续缜密侦查，还获得一条重
要的线索：杨某计划在 2017 年元旦前进一
批货进行销售。获得线索后，专案组迅速抽
调警力，
严密布控，准备择机实施抓捕。

嫌疑人反侦查能力较强
据警方侦查，犯罪嫌疑人杨某曾有多次
使用假币犯罪的前科，反侦查能力较强，他
从合肥回重庆选择乘坐客车，人货分离，给
警方寻找证据带来困难。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在交通执法总
队执法人员配合下，蹲守民警在重庆石柱县
冷水服务区将嫌疑人杨某乘坐的长途大巴
设卡拦下检查，让所有乘客携带行李下车至
服务区等候换车。待嫌疑人杨某取完行李
后，民警当场将杨某及行李箱同时拦下。
经过警方当场清点，从其箱子中缴获冠
字号为 M3B960、J77D36、M3B9 开头面值
皆为 100 元的假币，三个编号纸币每种从几
张到上千张不等，面值一共 202 万元。现场
刑事技术人员在箱子里也提取到了杨某的
指纹。最终，杨某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
实。
经审讯，杨某交代，自己从合肥市上家
购进假币后运回重庆、四川等地销售。此次
进购假币共 202 万元，按照一万假币 1050
元价格进购，共花费 20 万元左右。随后，办
案民警在重庆永川将杨某的两名同伙王某

和樊某抓获归案。据王某和樊某交代，他们
既贩卖假币，自己也会用假币进行消费，长
期活动在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交界的场
镇，
以及各大火车站、汽车站附近。

高仿真假币难辨别
令办案人员惊讶的是，这次查获的 202
万元假币属于高仿版人民币，这种假币有水
印有纹理有经线，通过多层上色制成，与银
行流水线制造相似，仅纸张上略有区别，很
难辨别，这种假币流入市场，后果不堪设
想。
民警通过杨某的社会关系梳理和各地
主要联系人分析，最终确定杨某的上家在安
徽。今年 1 月 14 日，在安徽当地警方配合
下，重庆警方一举将胡某等七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并查获 84 万元相同冠字号的假币。
至此，一个跨省市的制作、贩卖、出售假币的
犯罪团伙被摧毁。警方提醒，使用假币的不
法分子大多会将“黑手”伸向人员密集场所，
比如集贸市场、小卖部、早点摊、小餐馆等。
目前，10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
惩。
（据央视新闻）

广东广州白领冯昕在
香港购买仿真枪入境被
抓，由于 34 支仿真枪被鉴
定为真枪，2014 年 8 月 11
日，深圳中院一审以走私
武器罪，判处冯昕有期徒
刑八年。冯昕不服，提出
上诉。日前，冯昕案代理
律师周玉忠透露，他接到
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
定书，冯昕案将发回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女司机倒车
将 7 岁男童卷车底
所幸孩子无生命危险

冯昕案中被认定为走私的枪支（部分）

白领买 34 支玩具枪获刑 8 年

最高法首次发回重审
被判走私武器罪提起上诉
大学本科毕业的冯昕在一家科技公司
的广州分公司担任技术工作，他是个军品
迷，喜欢收藏仿真枪。有时会去香港买仿
真枪，一来自己玩，二来帮网上结识的军品
迷们代购，从中赚取汇率差价。
2013 年 7 月 23 日，冯昕从深圳皇岗口
岸入境时，被海关从其手提袋内查获可组
成 10 支仿真枪的配件。经鉴定，这 10 支仿
真枪的枪口比动能超过 1.8 焦耳/平方厘
米，被认定为真枪。冯昕还交代了从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7 月 21 日期间他携带仿
真枪入境的情况，其中另外 24 支枪口比动
能超过 1.8 焦耳/平方厘米。深圳市检察院
认为冯昕构成走私武器罪，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14
年 8 月 11 日，深圳中院一审宣判，在法定刑

学生在使用自动打饭机
近日，福建师范大学食堂出现的一台
自动打饭机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据
悉，使用者只需将铁碗放进卡槽，刷饭卡
后，自动打饭机就会“吐”出一团压成长
方形的饭团。一台自动打饭机可以满足
1000 人的需求，30 秒就能打 10 份。
因自动打饭机仍处于试用阶段，食堂
打饭人员并未撤除。“最近工作强度没以
往那么大了，轻松了许多。”负责打饭的
一位大叔说。
（据福建日报）

以下判决冯昕有期徒刑八年。冯昕不服，
向广东高院提出上诉。上诉后，广东省高
院二审发回重审，深圳中院维持一审判决，
省高院二审报请最高法院核准，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直到 2016 年 12 月，最高法院发
回重审。这个过程历经近四年时间，案件
也经过了五次审理。
“冯昕绝无走私武器的主观故意，重审
当 中 ，我 们 将 依 法 坚 决 作 彻 底 的 无 罪 辩
护。”周玉忠说。

将迎四年来第六次审理
周玉忠 2 月 16 日收到编号为“最高法
（2016）刑 核 66087282 号 ”的 刑 事 裁 定
书。记者从这份文书中看到，裁定书称广
东高院第二次裁定未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
究决定，系程序违法，遂撤销将案件发回重
审。据了解，最高法院对于法定刑以下判

决不予核准发回重审，在假枪真罪类案件
中这是第一次。
从 2014 年一审宣判到现在，冯昕已经
在深圳市第一看守所呆了近四年，他曾在
二审维持原判之后表示，请求改判无罪并
要求用肚皮测试“枪”的射击威力。周玉忠
说，他上个星期在看守所会见了冯昕，
“他
表示，以这个标准来定刑是荒谬的。他说
只要是判决有罪，绝对要抗争到底。我们
也将尊重他的意见，
坚持无罪辩护。
”
周玉忠目前已向广东省高院递交了重
审辩护词。在辩护词中他认为，刑法意义
上的“枪支”仅指军警用制式枪支，弹药亦
指火药弹药。涉案枪形物仅为仿真枪，依
法最多只能被行政处罚。判定冯昕有罪违
反刑法基本原则，入境玩具枪被定走私武
器罪违背常识，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刑
法枪支的证据。
（据南方都市报）

最近，在山东济宁高新区，一位女司
机在倒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一名七岁
男童卷入了车底，由于孩子向前爬了几
步，所幸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通过监控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在
撞到男童后，没有刹车，还一直往后退。
男孩本来推着一辆童车在街上玩耍，忽然
间，一辆黑色小轿车慢慢靠近孩子，孩子
被卷入车底。民警分析，男孩当时可能在
驾驶员的视野盲区，车辆也没有安装倒车
雷达。
民警告诉记者，事故发生的路口，往
轿车方向是个上坡，而且小孩个子较矮。
驾驶员在倒车过程中，由于后备箱遮挡没
有发现小孩，在倒车过程中，小孩往前爬
了几下，不然就很危险了。 （据齐鲁网）

民营医院院长行贿
烤鸭盒里藏钞票
致 4 名官员落马

赤裸裸的送钱，着实有些太惹眼，合
肥某民营医院的院长、副院长想出了在牛
奶盒、烤鸭盒里送钱的招儿，6 万元成功
送出。19 日记者从安徽长丰县检察院获
悉，该民营医院以及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陶某、汪某涉嫌单位行贿罪已被公
诉，其中陶某行贿数额 58 万元，汪某行
贿数额 29 万元。据悉，因接受该医院的
贿款，4 名卫生系统内的官员被拉下马。
目前该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据安徽商报）

